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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当地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珠江新城消费人群

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街坊中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垃圾分类怎么做？ 人大代表有话说

用长效机制来保障垃圾分类常态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讯员

肖大伟 迟洪双）

为讲好垃圾分类这堂

课，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9 月 1 日， 人

大猎德街道工委组织联组代表李明、

岑秀姬在猎德街道开展“讲一堂课，

听一节课” 活动。 现场人大代表为来

自社区居委会、 村改制负责人及小区

物业等的 90 多人授课， 就垃圾分类谈

感受， 讲体会。

“垃圾分类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

作， 需要有长效机制来保障才能逐步

实现全民化、 常态化、 长效化。” 天河

区人大代表、 区委常委、 区纪委书记

张文胜认为，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 的施行， 对广州市民的行

为规范有了更高的要求。 而对于社区

居委会这个基层组织来说， 这是一个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上新台阶的有利契

机。

那么， 如何利用这个契机进一步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广州市人大代表、

广州大剧院副总经理梁丽珍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 “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宣教

活动， 让垃圾分类的理念入脑入心，

同时鼓励市民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

用。” 区人大代表、 广州竞宇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鄢红胜也建议， 在投

放、 收集、 运输、 处理的各个环节上，

设立一套更加完整的体系， 让群众带

着热情参与进来， 成为改善环境的守

护者。

近年来， 为推进垃圾分类， 猎德

街道结合实际， 加大人力、 物力、 技

术投入， 加强系统建设， 补足短板，

积极宣传、 密集守桶、 规范引导， 有

效提高了居民的应知应会水平和参与

率， 形成了“家里分好类， 定时拎下

楼， 定点精准投” 的良好新风。 走出

了一条协调联动、 统筹发展、 全民参

与、 分步实施的具有“广州会客厅”

特色的路子。 据区人大代表、 人大工

委主任岑秀姬介绍， 猎德街道坚持党

建引领， 注重发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的作用， 倡导党员带头做到正确分类、

规范投放垃圾。

以区人大代表、 猎德街道党工委

书记李明驻点的小区猎德花园为例，

该小区已于 2019 年底全部实施撤桶。

通过守桶， 李明发现， 白天小区内基

本没有乱扔垃圾的现象， 但晚上撤桶

后到凌晨这段时间， 乱扔现象较严重。

经过商议， 社区决定增加志愿者与党

员进社区垃圾守桶式， 安排 30 余多名

党员及志愿者进行守点劝阻， 并将值

勤时间调整到晚上六点到十点。 这一

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源头改变

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及习惯， 乱

扔现象大幅减少。 李明表示， 虽然在

垃圾分类工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 但在居民、 物业， 以及社区居委

的多方合力下， 这些问题最终得到了

逐一解决。 如今， 猎德街各社区实现

了“家家都做、 人人都会” 的新习惯、

新风气。

参与授课的人大代表均表示， 垃

圾分类工作， 非一朝一夕之功， 非一

人一事之成，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人大代表要积极行动起来， 当好垃圾

分类的宣传员、 示范者， 深化对专项

监督的参与， 当好垃圾分类的监督者、

推动者。 深入联系群众， 掌握真实情

况， 找准问题症结， 进一步收集好相

关工作建议， 做好对政府的监督和助

力工作。

猎德街召开2020年纪律教育学习活动月动员大会

以案为鉴，扎实开展警示教育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讯员

猎德街监察室）

8 月 14 日， 猎德街召开

2020 年纪律教育学习活动月动员大会。

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各科室、所、队负责

人及村、 各社区、 辖内非公党支部书

记等 70 多人参会。

大会通报了对原广州市某达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违纪违法的

处理情况。 据了解， 2015 年 5 月至

2020 月 3 月间， 该支部陶某侠等 11 名

党员违纪违法， 被猎德街道纪工委进

行立案处理。 2018 年 12 月， 根据有关

规定， 猎德街党工委研究决定解散该

支部， 并报区委审查批准。 2020 年 3

月，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对

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 敲诈勒索罪的陶某侠等

10 名党员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

“用身边案教育身边人， 不仅真切

感受到了动真碰硬， 而且对党纪国法

和企业合法经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通报环节结束后， 一位与会的企业管

理人员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地处天河 CBD 重要节点， 猎德街

辖内金融企业众多。 猎德街道党工委

及时开展“以案治本” 警示教育活动，

从实际情况出发， 将纪律教育学习活

动月与“以案治本” 警示教育有机结

合， 警醒全体党员以案为鉴， 严格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 引导民营

金融企业依法依规合法经营， 优化营

商环境， 同时唤醒社会公众提高理性

投资意识。

记者了解到， 下一步， 猎德街党

工委将以纪律教育学习活动月为契机，

做好以下工作， 全面铺开“以案治本”

警示教育： 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拓宽

宣传范围、 营造良好活动氛围； 依托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党群服务站工作平

台， 不定期举办依法经营、 投资理财

专题讲座； 开展警示教育“进社区”

“进企业” 活动， 邀请天河区法院法官

到社区解读经典案例， 为非公企业、

社区党员现场“以案说法”； 街道党工

委班子成员带头和非公企业党支部党

员开展谈心谈话， 引导企业党员干部

实干苦干， 不断强化党纪、 法律和自

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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